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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干预前后的测试比较，探讨运动损伤预防训练对短跑运动员下肢生物

力学参数和肌肉共激活特征的影响。方法：将 26名短跑运动员随机抽签分配到实验组和

对照组，实验组进行为期8周（每周3次）的训练干预，对照组则进行日常训练，通过单因素

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干预后生物力学测试和肌电测试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后，实

验组足与地面接触时刻膝内收角度、最大碰撞时刻膝内收和屈曲角度、最大膝屈角时刻髋

和膝屈曲角度以及膝内收角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但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

显著小于对照组（P=0.04）；肌电测试中，1个完整单步内膝关节共激活比值实验组显著大于

对照组（P=0.04）。结论：包括快速伸缩复合、特定的下肢力量、速度与灵敏、平衡与稳定性

练习模块的8周运动损伤预防训练，能使短跑运动员膝关节、踝关节激活模式和下肢生物力

学的合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关键词：运动损伤预防；短跑运动员；肌肉共激活；神经肌肉控制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effects of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training on lower limb biomechan‐

ics and muscle co-ac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rinter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the tests be‐

fore and after train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Twenty-six sprint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raining inter‐

vention for 8 weeks (3 times a week),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daily training schedule. Changes of biomechanical test and electromyography test after interven‐

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single factor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knee adduction angle at the initial contact with ground, knee adduction and flexion

angle at the maximum collision time, hip and knee flexion angle at the maximum knee flexion

moment and knee adduction ang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was signifi‐

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4); the knee joint co-activation ratio in exper‐

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4). Conclusions:

The 8 weeks of injury prevention training including the plyometrics, lower limb strength, speed

and agility, balance and stability exercises can make a certain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the

sprinter’s knee and ankle joint activation mode and the rationality of lower limb biomechanics.

Keywords: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sprinters; muscle co-activation; neuromuscular control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22.1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近年，随着竞技水平不断提高，田径运动员的损伤发病率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郑

亮亮 等，2013）。其中，短跨类项目下肢损伤的发生率最高（41.98%）（曲绵域 等，

2003）。运动损伤的发生，容易成为运动员长期甚至终身参与身体活动的障碍，严重影

响竞技水平的保持和提高，且损伤后的康复耗时长，很难恢复到损伤前的运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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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高运动损伤预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运动员、

教练员和医务工作人员均非常重要。

短跑是在高强度和高速度下完成摆动腿的积极下压

以使身体快速水平前移，脚着地后必须达到强有力的蹬

地效果，从而获得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为了获得较大

的地面反作用力，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需要承受超大

负荷，从而增加发生损伤的风险（何建平，2002）。从生物

力学和解剖学的角度来说，极大程度地超越关节与肌肉

的正常解剖范围容易引起运动损伤，但却有利于提高运

动员的竞技水平，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就是增加肌体承

受不利解剖姿势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协调专项技术动作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何建平，2002）。Gamble（2011）指出，

运动员所表现出的专项技术动作主要取决于其基础动作

能力，而为了准确执行基础动作能力，运动员神经肌肉需

要高度的控制能力。通过这种方式，神经肌肉功能及其

控制能力的水平，成为运动员安全高效地完成专项技术

动作的限制性因素，特别是在强调“神经”训练的短跑运

动中（Gamble，2015）。

目前，神经肌肉训练已广泛应用于球类运动中非接

触性损伤的预防和康复，并在降低损伤风险和提高运动

表现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Bien，2011；Mandelbaum et al.，

2005；Myer et al.，2008；Pfile et al.，2016）。神经肌肉训练

方案包括的练习内容越全面，其干预效果越明显，但是目

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何种组成部分更为重要或更有必

要（Padua et al.，2006）。尽管如此，研究表明，有效的损伤

预防训练方案至少包括以技术动作为导向的快速伸缩复

合训练、姿势控制能力训练、力量训练、灵敏性训练等一

种或几种练习（Alentorn-geli et al.，2009；Fischer et al.，

2006；Hewett et al.，2006）。然而，目前鲜见关于神经肌肉

训练是否适用于短跑项目中非接触性损伤预防与康复方

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纵向的前后测试比较，探

讨以发展神经肌肉功能为目的的损伤预防训练对短跑运

动员下肢生物力学参数和肌肉共激活特征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山东体育学院日照校区进行短跑运动员的招募，

具体条件：1）自愿参加本次实验，性别不限；2）运动等级

为二级以上；3）参与实验前（≥6个月）无重大运动损伤或

其他影响测试结果的疼痛或运动障碍等；4）无相关手术

史；5）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符合本研究招募条件的受试者共 26 名，其中男生

16 名，女生 10 名。对照组 1 名受试者数据不符合录入和

分析标准，只报告 25名受试者的基本情况（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测试法

1）生物力学测试。测试仪器及软件：VICON 红外摄

像系统，8 台 MX13 摄像头，采样频率为 100 Hz，软件版本

为 Vicon Nexus 2.6.1。Marker 球直径为 14 mm，KISTLER

三维测力台，型号 9287B，面积 600 mm×900 mm，采样频

率为 1 000 Hz。根据 Visual 3D 软件建模的要求，在受试

者身体上贴置 41个Marker球并完成静态标定动作的拍摄

（图 1）。测试动作为双腿下落纵跳（drop vertical jump，

DVJ），测试前组织受试者进行约 10 min的热身活动，共记

录 3次成功的测试（Ford et al.，2003）。

2）肌电测试。测试仪器：芬兰 Mega ME6000 16 通道

表面肌电测试仪。选取的肌肉：股直肌、股内侧肌、股外

侧肌、股二头肌、半腱肌、腓肠肌内、腓肠肌外侧头和胫骨

前肌。测试前，需确定受试者下肢的优势侧（Yu et al.，

2006），并进行下肢肌肉最大等长力量测试以进行数据的

标准化处理，参考相关研究放置肌电采集传感器（Konrad，

2005）。测试动作为 40 m 全力加速跑，采用站立式起跑，

听到信号后起跑，共进行 2次测试，间隔时间为 5 min。

3）数据处理。运动学和动力学指标分别选取足与地

面接触、最大碰撞力和膝关节最大屈角（图 2）3 个时刻进

行分析。采用双向 4次零滞后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对运

动学和动力学信号进行滤波，截断频率为 15 Hz（Roewer

et al.，2014）。采用关节坐标系的方式计算关节运动学指

标（Grood et al.，1983），关节角采用卡单角 X—Y—Z 的顺

序。地面反作用力指标直接由过滤后的三维测力台信号

可得，其方向与大地坐标系方向一致。

肌电测试指标：根据平均肌电振幅计算膝关节和踝关

节肌肉共激活比（co-activation ratio）=
AA

拮抗肌

AA
主动肌

（Aagaard

图1 测试场地及Marker 点位置

Figure 1. Test Site and Marker Point Location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Subjects M±SD

测试项目

年龄/岁

身高/cm

体质量/kg

BMI/（kg·m-2）

运动年限/年

运动等级

实验组（n=13）

19.25±0.75

175.17±8.75

66.17±10.51

21.44±1.94

5.17±1.75

二级

对照组（n=12）

19.50±0.80

176.00±6.21

63.92±7.76

20.59±1.78

4.67±2.50

二级

P

0.44

0.79

0.56

0.27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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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0）。在短跑蹬伸阶段，膝关节肌肉共激活比（co-

activation ratio Knee）=
腘绳肌

股四头肌
，踝关节共激活比（co-activation

ratio Ankle）=
胫骨前肌

腓肠肌外侧头
（傅维杰 等，2014；Ruan et al.，

2010）。其中，腘绳肌平均肌电振幅为半腱肌和股二头肌

平均肌电振幅之和，股四头肌平均肌电振幅为股直肌、股

外侧肌和股内侧肌平均肌电振幅之和（袁鹏 等，2018）。

1.2.2 实验法

按照随机抽签原则，将受试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周期为 8 周，每周 3 次训练课（周一/三/五），每次

120 min。1）实验组训练安排：第 1部分（约 45 min）除了必

要的热身和动态拉伸外，根据训练课任务安排损伤预防训

练课的练习模块，周一包括速度灵敏性和快速伸缩复合练

习模块，周三包括速度灵敏性和下肢力量练习模块，周五

包括平衡稳定性和快速伸缩复合练习模块；第 2 部分为

65 min左右的专项训练；第 3部分为 15 min左右的软组织

再生和静态拉伸。2）对照组训练安排：第 1部分主要包括

约 45 min 的热身和动态拉伸，以及小游戏和专门辅助练

习；第 2、3部分与实验组统一进行训练（表 2）。

实验组干预方案分为 3 个进阶阶段，第 1 阶段持续

2 周，第 2、3 阶段各持续 3 周。在查阅文献（Cloak et al.，

2013；Mendiguchia et al.，2015；Myklebust et al.，2010；Pas‐

anen et al.，2008）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实验组练习动

作。对 25 名专家（国家级和高级短跑教练员、体能训练、

损伤预防与康复方面的专家等）2轮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

析，得出克隆巴赫系数值为 0.74，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

度。效度检验中，累计有 83.33% 的专家对问卷的结构比

较赞同或非常赞同，75% 的专家对其内容比较满意或非

常满意。在此基础上，参考前人研究，通过平均值≥4分、

变异系数＜0.25 和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较高确定实验组

的练习动作（黄海燕 等，2011；薛宇，2013），练习总时间、

频次、组数、次数和间歇时间等在对相关文献资料整理的

基础上结合短跑运动员实际训练安排进行适当调整

（Hoffman，2016；Verstegen et al.，2015）。严格记录两组运

动员的训练情况，剔除低于 16 次课的运动员数据（Sugi‐

moto et al.，2012）。训练过程中注重言语指导和反馈，以

确保运动员练习动作的准确性。

图 2 运动学和动力学测试特征时刻

Figure 2. Biomechanical Test Feature Moment

表2 实验组损伤预防训练内容（以第1阶段为例）

Table 2 Experimental Group Sports Injury Prevention Training Content（the First Stage）

练习模块

速度灵敏性训练

快速伸缩复合训练

下肢力量训练

平衡稳定性训练

练习动作

站立听信号启动30 m

上坡跑30 m

快速绳梯跑30 m

快速跳绳

三锥桶直线变向跑

左右障碍跳（小栏架高15 cm）

前后障碍跳（小栏架高15 cm）

旋转90°障碍跳（小栏架15 cm）

弓箭步跳

捧杯式深蹲（药球2 kg）

单腿深蹲

弓箭步行走

药球罗马尼亚硬拉（药球2 kg）

BOSU（平）双腿支撑动态臀桥

侧卷腹

仰卧两头起

俯卧挺身转体

BOSU（圆）双膝支撑

平衡垫单脚站立

组数

1～2

1～2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2～3

距离/时间/次数

1～2次

1～2次

1～2次

30 s

1～2次

15～20 s

15～20 s

8～10 次

15～20 s

8～10 次

8～10 次

8～12 步

8～10 次

8～10 次

8～15 次

8～15 次

8～15 次

20～40 s

20～40 s

次间歇

50～70 s

50～70 s

40～60 s

40～60 s

组间歇

1～2 min

1～2 min

1～2 min

40～60 s

1～2 min

1～2 min

1～2 min

1～2 min

1～2 min

30～50 s

1～2 min

30～50 s

30～50 s

30～50 s

20～30 s

20～30 s

20～30 s

40～60 s

40～6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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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干预前

受试者基本情况的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干预后 2 组

各测试指标比较采用单因素协方差分析（ANOVA），P≤
0.05表示具有显著性水平。

2 研究结果

2.1 运动学指标

在数据分析前均进行假设条件检验（游永豪 等，

2010），符合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的使用条件。干预后，实

验组足与地面接触时刻膝关节内收角度（＋）显著大于对

照组（P＝0.00）；最大碰撞时刻，实验组膝关节内收角度

（＋）和屈曲角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4）；最大膝屈

角时刻，实验组髋关节屈曲角度（＋）、膝关节屈曲角度

（-）和膝关节内收角度（＋）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

其他测试指标无显著差异（表 3～5）。

2.2 动力学指标

干预后，两组足与地面接触时刻、最大碰撞时刻前后

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均无显著差异（P≥
0.06），但实验组两个方向修正后的均值略小于对照组；最

大膝屈角时刻，实验组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显著小

于对照组（P=0.04），前后方向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实

验组修正后的均值略小于对照组（表 6）。

2.3 下肢关节肌肉共激活指标

1 个完整单步内，干预后，实验组膝关节共激活比值

显著大于对照组（P=0.04）；两组踝关节肌肉共激活比无显

著差异（P≥0.30），但实验组略大于对照组（表 7～表 8）。

3 分析与讨论

3.1 运动学和动力学参数变化的分析与讨论

DVJ的着地时间长短虽然与短跑存在一定差别，但从

下肢肌群抵抗较大地面冲击力并通过髋、膝和踝关节伸肌

完成拉长-缩短周期的特点来看，DVJ能够体现短跑中下

表5 最大膝屈角时刻运动学指标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5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Kinematics for Maxi‐

mum Knee Flexion Moment M±SD

指标/（°）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屈曲/

伸展

内收/

外展

内旋/

外旋

屈曲/

伸展

内收/

外展

内旋/

外旋

背屈/

跖屈

内收/

外展

内翻/

外翻

实验组

（n=13）

79.57a±0.24

-4.26a±0.14

20.53a±0.27

-107.37a±0.44

22.39a±0.21

-4.81a±0.18

112.36a±0.44

3.13a±0.14

-9.63a±0.10

对照组

（n=12）

78.84a±0.25

-4.02a±0.14

20.94a±0.17

-106.01a±0.45

21.74a±0.22

-4.58a±0.19

111.23a±0.46

2.78a±0.15

-9.35a±0.11

差值的

绝对值

∣0.73*±0.35∣

∣-0.24±0.20∣

∣-0.41±0.38∣

∣-1.36*±0.63∣

∣0.66*±0.31∣

∣-0.23±0.26∣

∣1.13±0.64∣

∣0.35±0.21∣

∣-0.28±0.15∣

P

0.05*

0.24

0.30

0.04*

0.04*

0.38

0.09

0.10

0.07

表3 足与地面接触时刻运动学指标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Test Indicators for Initial

Contact with Ground M±SD

指标/（°）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屈曲/伸展

内收/外展

内旋/外旋

屈曲/伸展

内收/外展

内旋/外旋

背屈/跖屈

内收/外展

内翻/外翻

实验组

（n=13）

56.48a±0.64

-5.50a±0.16

10.17a±0.17

-39.91a±0.49

12.08a±0.22

-14.42a±0.13

73.42a±0.41

10.52a±0.32

-14.47a±0.25

对照组

（n=12）

56.05a±0.67

-5.95a±0.16

10.66a±0.17

-38.60a±0.51

11.01a±0.23

-14.59a±0.13

72.63a±0.43

10.18a±0.33

-14.24a±0.26

差值的

绝对值

∣0.43±0.92∣
∣-0.45±0.22∣
∣-0.48±0.25∣
∣-1.31±0.71∣
∣1.07*±0.31∣
∣0.17±0.19∣
∣0.79±0.59∣
∣0.34±0.46∣
∣-0.23±0.36∣

P

0.65

0.06

0.06

0.08

0.00*

0.36

0.20

0.47

0.54

注：髋屈、膝伸、踝背屈为正（＋），髋伸、膝屈、踝跖屈为负（-）；髋、膝和踝

内收为正（＋），髋、膝和外展为负（-）；髋和膝内旋、踝外翻为正（＋），髋

和膝外旋、踝内翻为负（-）；a代表协变量修正后的因变量均值；差值=实

验组-对照组；*表示均值差值在0.05水平上较显著；下同。

表4 最大碰撞时刻运动学指标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4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Kinematics Indicators

for Maximum Collision Time M±SD

指标/（°）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

屈曲/

伸展

内收/

外展

内旋/

外旋

屈曲/

伸展

内收/

外展

内旋/

外旋

背屈/

跖屈

内收/

外展

内翻/

外翻

实验组

（n=13）

67.99a±0.34

-4.99a±0.11

14.08a±0.23

-69.76a±0.30

15.87a±0.19

-12.01a±0.13

97.23a±0.36

5.66a±0.14

-9.72a±0.15

对照组

（n=12）

67.12a±0.67

-5.10a±0.11

14.38a±0.24

-68.84a±0.31

15.27a±0.20

-12.09a±0.13

96.55a±0.37

5.54a±0.15

-9.60a±0.15

差值的

绝对值

∣0.87±0.49∣

∣0.12±0.16∣

∣-0.30±0.33∣

∣-0.92*±0.43∣

∣-0.60*±0.27∣

∣-0.08±0.18∣

∣0.68±0.52∣

∣0.12±0.20∣

∣-0.12±0.21∣

P

0.09

0.48

0.36

0.04*

0.04*

0.67

0.21

0.5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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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肌肉的用力特点（周彤 等，2018）。研究表明，DVJ可以

检验受试者下肢神经肌肉功能、控制能力和膝关节在运动

中的稳定性，在临床环境是一种比较完善的评估方法

（Gamble，2015）。着地时刻，膝关节无论是内翻和外翻动

作，对于下肢都是不稳定的位置，已被证明与下肢损伤的

发生有关（Hewett et al.，2005）。此外，男、女运动员在完成

同样的着地动作时，髋、膝、踝关节在不同运动平面上的运

动参数均存在明显差异，且髋和膝关节的屈曲角度较为突

出（鲁智勇，2016）。生物力学机制表明，屈髋屈膝的角度

越小，对关节产生的应力越大，且较小的屈髋角度会增加

膝关节的负荷，将膝关节周围的韧带和肌肉置于较为危险

的状态。Lephart 等（2005）研究表明，落地时较大的髋内

旋角度会增加膝外翻和外旋角度，增加膝关节损伤的风

险。还有研究发现，女运动员脚触底时刻踝关节跖屈角度

和内翻角度小于男运动员，而外翻角度却大于男运动员

（Ford et al.，2005）。着地时刻，踝关节跖屈角度的增大会

增加踝关节扭伤的风险（Wright et al.，2000），脚踝外翻与

胫骨内旋动作可能存在一定线性关系（Bellchamber et al.，

2000），踝外翻和胫骨内旋动作同时出现会成倍增加下肢

危险姿势（动态外翻）的出现（Hewett et al.，2005）。因短跑

运动员大部分损伤都发生在着地时刻，可以推断，地面反

作用力与下肢损伤之间也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研究发

现，与未损伤的受试者相比，膝关节损伤患者落地时垂直

地面反作用力增加了 20%（巩尊科 等，2010），这在另一项

研究中也得到证实，且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的增加使跑

步者的损伤风险更高（Hreljac et al.，2006）。

研究证实，以技术动作为导向的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和

力量训练组合的损伤预防干预，通过提高神经肌肉控制

能力，使运动员双膝内翻和外翻动作在落地时减少 50%

（Kubo et al.，2007）。前馈和牵张反射是快速拉伸-缩短循

环动作的神经控制机制，前馈机制主要的功能是使肌肉

在最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力（Gollhofer et al.，1991）。快速

伸缩复合练习是一种主动着地动作，并伴随可预见性的

运动控制，前馈控制可能更具有适应性价值（Santello，

2005）。研究表明，快速运动中，运动员肌肉如果没有被

充分预激活，就会抑制其对关节和软组织的保护作用（王

瑞元，2012）。根据着地任务的模式和特征，主动着地的

任务就是在触地瞬间通过主动屈膝屈髋进行缓冲，从而

降低下肢各关节受到的地面冲击力。在此过程中，膝关

节和髋关节周围相应肌肉的做功显著增加（Schenau et

表7 膝关节激活特征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7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Knee Joint Ac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M±SD

测试指标

股内侧肌（%MVC）

股外侧肌（%MVC）

股直肌（%MVC）

股二头侧肌（%MVC）

半腱肌（%MVC）

膝关节共激活比

实验组（n=13）

58.07a±1.15

58.43a±1.51

91.01a±3.64

88.05a±0.53

88.85a±0.92

0.85a±0.01

对照组（n=12）

61.18a±1.20

59.68a±1.58

93.72a±3.79

86.82a±0.55

86.66a±0.96

0.81a±0.01

差值

-3.11±1.67

-1.25±2.19

-2.70±5.25

1.24±0.77

-0.02±0.01

0.04*±0.02

P

0.08

0.57

0.61

0.12

0.16

0.04*

表6 动力学指标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6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Kinetic Indicators M±SD

测试指标（BW）

足与地面接触时刻

最大碰撞时刻

最大膝屈角时刻

X轴地面反作用力

Z轴地面反作用力

X轴地面反作用力

Z轴地面反作用力

X轴地面反作用力

Z轴地面反作用力

实验组（n=13）

0.28a±0.00

0.52a±0.02

0.18a±0.01

2.59a±0.40

0.16a±0.09

2.30a±0.04

对照组（n=12）

0.29a±0.00

0.57a±0.02

0.20a±0.01

2.63a±0.42

0.17a±0.01

2.44a±0.05

差值的绝对值

∣-0.01±0.01∣
∣-0.05±0.03∣
∣-0.02±0.01∣
∣-0.04±0.06∣
∣-0.01±0.01∣
∣-0.14*±0.07∣

P

0.06

0.20

0.16

0.48

0.36

0.04*

注：X轴表示前后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正方向向前；Z轴表示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正方向向上。地面反作用力的计算公式=力值（N）/

体质量（kg）×重力系数（N·kg-1），代表自身体质量的倍数。

表8 踝关节激活特征的协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8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of Ankle

Ac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M±SD

测试指标

腓肠肌内侧头

（%MVC）
腓肠肌外侧头

（%MVC）
胫骨前肌

（%MVC）

踝关节共激活比

实验组（n=13）

73.36a±1.18

71.79a±1.75

91.47a±1.23

1.27a±0.32

对照组（n=12）

75.15a±1.22

73.80a±1.82

92.30a±1.28

1.25a±0.03

差值

-1.80±1.70

-2.02±2.53

-0.84±1.11

0.02±0.05

P

0.30

0.43

0.46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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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97）。相比于被动着地，人体在下落着地过程中通

过视觉和先前的运动经验可以判断下落高度和下落时

间，有意识地调整下肢角度，为触地后控制关节运动作准

备（罗炯，2005）。落地动作安全性的提高，也离不开干预

方案中其他练习（如平衡稳定性练习和速度灵敏性练习

等）带来的本体感觉和姿势控制等方面的改善与提高

（Myer et al.，2006），作为神经肌肉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

（Delahunt，2007），对关节的稳定性和运动损伤的预防有

重要的影响作用。干预后实验组足与地面接触、最大碰

撞和最大膝屈角时刻髋关节、膝关节的屈曲角度明显大

于对照组（表 3～表 5），虽然踝关节跖屈/背屈角度无显著

差异，但背屈角度修正后的均值均大于对照组，膝关节外

展角度明显小于对照组，Z轴上三关节的角度与对照组相

比无显著差异，但髋关节内旋角度均小于对照组。说明，

干预后实验组下肢生物力学特性和拉长-收缩能力得到

改善和提高，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类似（Ford et al.，2003）。

以技术动作为导向的快速伸缩复合和下肢力量训练

相结合的损伤预防干预后，受试者下肢刚度有所增加（罗

二凤，2018），这也有利于下肢生物力学的改善。下肢刚

度的增加，能增加关节和肌肉承担较大载荷的能力，进而

提高弹性势能储存的利用率，准备后续动作（刘宇 等，

2018）。此外，练习动作的选择需充分考虑下肢柔度

（compliance）和下肢刚度的对立关系。本研究中，快速伸

缩复合练习中下落高度均≤30 cm（宋佩成 等，2003），有

利于提高运动员肌肉的抗拉伸能力和弹性势能的贮备能

力。损伤预防练习重视和强调“软着陆”的落地技术有利

于运动员落地后通过主动屈髋屈膝进行缓冲，从而降低

下肢各关节受到的冲击力。干预后实验组垂直方向的地

面反作用力显著小于对照组（表 6），前后方向的地面反作

用力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但修正后的均值小于对照组，

说明损伤预防训练方案通过提高运动员的神经肌肉控制

能力，从而调整下肢动作控制策略，能有效减少地面冲击

力的负面影响。

3.2 肌肉共激活参数变化的分析与讨论

研究发现，异常的肌电活动参数可能与异常的关节

运动模式有关（王秀汝 等，2004），肌电活动的差异可以作

为早期识别运动员是否具有运动损伤风险的依据（Fede‐

rolf et al.，2012）。肌肉的共激活是指关节周围不同肌肉

的同步收缩现象（Kellis et al.，2003），由于肌肉共激活与

关节的稳定性紧密相关，因此对于损伤预防和康复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贾谊 等，2018）。研究表明，主动肌和拮抗

肌的共激活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关节的稳定性，而且还能

促进关节周围力量的合理分布（Baratta et al.，1988）。足

触地之前，当腘绳肌激活不充分或激活顺序不合时宜时，

其对膝关节的保护作用将会被抑制，不足以抵抗足触地

之后胫骨相对于股骨的前向移动，使膝关节损伤风险上

升（Lin et al.，2011）。就踝关节而言，快速助跑条件下较

低的踝关节肌肉共激活比则反映胫骨前肌的激活水平与

腓肠肌外侧头的激活水平相比明显不足，这可能也会影

响踝关节的稳定性。有研究发现，胫骨前肌的激活水平

与踝关节的动态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Brookham et al.，

2011）。因此，快速助跑下较低水平的胫骨前肌激活程度

可能不利于对踝关节的保护。肌肉的共激活还是影响人

体运动效率和运动成绩的主要原因（Brookham et al.，

2011）。

损伤预防训练方案中，平衡稳定性和协调灵敏类练

习可以加强四肢与躯干之间的协调性，通过身体重心转

移、动态支撑、躯干部位旋转等动作启动踝关节和髋关节

平衡控制机制，使机体反射回应和肌张力调节回路的传

导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屈萍，2011），进而使关节控制能

力和肌肉协调能力得到发展。快速伸缩复合练习和力量

练习相结合的损伤预防干预在平衡下肢主动肌和拮抗肌

力量发展的同时，利用前馈机制和反馈机制促进运动员

落地策略的预调整，提高对动作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

鉴于前馈和反馈机制之间的相关性，快速拉长-缩短动作

中的预激活可以通过增大 α-γ共激活水平来增加肌梭的

敏感性，从而更好地促进牵张反射的作用（Lesinski et al.，

2017）。牵张反射作为一种补偿机制，主要用于增加拉长

阶段中的肌肉刚度（Gottlieb et al.，1981）。因此，以技术

动作为导向的快速伸缩复合干预有利于提高中枢神经系

统对预激活和后激活策略的协调能力，以促进对下肢肌

肉和关节刚度的调节，从而实现对关节和软组织等的保

护（Lesinski et al.，2017）。快速伸缩复合与下肢力量练习

的组合，在加强运动员髋部肌群力量提高的同时，还能有

效增加离心收缩时各肌肉同步收缩的能力（姜自立 等，

2018）。有研究证明，下肢力量练习中对动作姿势控制的

要求有利于提高各关节的功能性和协调性，在提高关节

周围肌肉共激活比方面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鲁智勇，

2016）。通过肌电测试发现，“负重”与“非稳定条件”结合

的力量干预能显著提高主动肌、拮抗肌和辅助肌的募集

程度，进而提高神经肌肉的控制能力和人体稳定性能力

（刘瑞东 等，2016）。

对于肌肉的共激活现象，有研究提出主动肌和拮抗

肌之间存在共驱动（common drive）机制。主动肌和拮抗

肌的激活水平受到中枢神经系统共激活机制的控制，当

关节周围的主动肌和拮抗肌共同参与完成某一动作时，

共驱动机制使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运动单位（De Lu‐

ca et al.，1987）。研究认为，共激活机制存在较为明显的

性别差异（Hanson et al.，2008），因为女性运动员通常表现

出与腘绳肌不匹配的股四头肌激活水平，这也进一步说

明了提高腘绳肌力量和激活水平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依

据，损伤预防训练方案的干预效果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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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表 7、表 8），8 周干预后，实验组膝关节共激活显著高

于对照组，踝关节共激活比略大于对照组。提示，膝关节

肌肉共激活越接近或大于 1，表示预激活阶段膝关节是以

腘绳肌为主导的激活模式，这对于预防膝关节损伤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Aagaard et al.，2000）。

4 结论与建议

8 周包括快速伸缩复合、特定的下肢力量、速度与灵

敏、平衡与稳定性练习模块的运动损伤预防训练，能使短

跑运动员膝关节、踝关节的激活模式和下肢生物力学的

合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建议在今后的训练

中，可以适当延长干预时间以更好地发挥其“剂量-反应

关系”和“累积效应”，尽可能使其对运动员的积极效应保

持最大化和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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